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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足球踝”同意进
行手术

大概两周前的一个晚上，来

自尼日利亚的外国友人JOHN因

为踝关节骨折，带着焦虑万分的

心情来到省医南海医院骨科就医

治疗。“当晚在医院附近进行体育

运动，一不小心骨折后左脚肿胀

疼痛，根本无法走路，我的中国朋

友把我送到这里就医。”JOHN告

诉记者，因为语言不通、不了解中

国医疗技术、人生地不熟、担心费

用等原因，他当时心情十分复杂

焦虑，当听到医生建议做手术时，

他第一时间是拒绝的。

JOHN 的 病 情 是 典 型 的

“足球踝”，他的左踝关节多次

损伤，关节软骨损伤，骨赘、游

离体形成，合并外侧副韧带损

伤。与同年龄段正常人的骨关

节对比，JOHN的关节劳损程

度非常明显。要取得 JOHN的

信任，省医南海医院骨科中心

副主任医师、擅长运动骨科的

宋玉成首先给患者详细分析了

病情。“我告诉他，一次手术可

以把多种问题一起解决，康复

后完全可以恢复到运动状态，

他听了我的解释后，就相信我

并同意在这里做手术了。”宋玉

成说。

为外国友人提供优质贴心
的医疗服务

入院后，省医南海医院医护

团队为 JOHN快速制定了个性

化的手术治疗方案。考虑到非洲

裔人种的血液多为高凝状态，在

术前，医护团队除了为 JOHN的

受伤部位及时消肿，还更注意预

防双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及肺

栓塞的发生。经过一周的术前治

疗，JOHN在11月16日顺利进

行手术。

“患者对手术和疼痛很恐惧，

我们非常重视麻醉前的准备工

作，并且与患者进行了细致深入

的沟通，所以患者麻醉效果非常

满意，手术非常顺利。”省医进驻专

家、麻醉科主任王庆说。

术后，省医南海医院麻醉团

队还为 JOHN使用了镇痛泵，减

轻术后痛感。“我最害怕疼痛了，但

是手术过程完全没有感觉，术后

也没有不适，我非常高兴和满意。”

JOHN说。

组成快速康复指导小组给
患者“家的感觉”

术后康复是骨科治疗的重

要一环。术后，省医南海医院骨

科、康复理疗科、麻醉科组成快

速康复指导小组对 JOHN进行

细致指导。曾主持重要非洲心

血管疾病调研项目的省医南海

医院党委书记林纯莹，对于非洲

裔人种曾进行深入的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她亦对 JOHN的康复

治疗策略进行了有效指导，嘱其

多喝水、让其坚持进行预防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康复操。考虑到

JOHN语言不通，医院还安排了

专门的工作人员每天搀扶他到

科室进行康复治疗，医生反复教

导他康复的动作。

11月22日是JOHN术后第

六天，经过治疗后他终于顺利出

院。出院前，他不忘表示对省医

南海医院医护团队的感激之情，

以及对南海医疗水平的高度肯

定。“我想感谢这里的医生和护士

们，对我悉心的照料，我非常感

谢。还有一位对我无微不至的护

工阿姨，让我有家的感觉。我回

到家乡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国

家同胞，你们要相信中国的医生

和护士，他们都是最好的。”

JOHN感激地说。

省医南海医院骨科团队表

示，患者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

都需要回医院随访，骨科团队会

对 JOHN进行跟踪指导，持续为

患者科普康复知识和运动操让他

坚持康复训练。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陈倩莹

外国友人到省医南海医院治疗“足球踝”，点赞南海医疗服务水平

“中国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最好的”
■案例简介

王某（15岁）在某网吧上

网，但没带钱。该网吧管理

员唐某便怂恿王某拿砖头到

其他网吧实施抢劫。王某当

天去到另一网吧，持随身携

带的折叠刀威胁汪某并劫得

人民币185元。后来王某将

抢劫经过告诉唐某，称抢得

人民币80余元，唐某便让王

某请其喝饮料。对此，汪某

向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

一、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

被告人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元。

■部门说法
本案是一起教唆未成年人

实施犯罪的典型案件。未成年

人王某到唐某管理的网吧上

网，唐某因害怕王某在其网吧

偷东西，便怂恿王某去别的网

吧实施抢劫，而王某便信以为

真去实施唐某教唆的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

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

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

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因此，唐某虽无具体实施

抢劫，但因有教唆未成年人的

犯罪行为，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而王某经法庭教育，对自

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了深刻

的认识，能够真诚认罪、悔罪。

法庭从挽救失足未成年人角度

出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原则，对其判处缓刑，给

其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相关链接
11月26日至12月5日，

每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普

法办、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

教育局联合举办“党在我心

中”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

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南海普法

未成年人篇——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依法从重处罚

“中国的医疗技术真

的很棒，而且在这里治疗，

医护人员都对我倍加照

顾，让我有家的感觉。”11

月22日，一名来自尼日利

亚的外国友人从广东省人

民医院南海医院（下称“省

医南海医院”）骨科康复出

院，他对南海国际化的医

疗水平和人性化的贴心服

务竖起了大拇指。

■省医南海医

院骨科中心副

主任医师宋玉

成为 JOHN 术

后检查。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汤

子君 通讯员/邝晓慧）执法职

能从“分散模糊”向“相对集

中”转变，执法方式从“多头单

一”向“科学严谨”转变，执法

力量从“分散薄弱”向“集中加

强”转变……自机构改革以

来，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桂

城市场监督管理所（下称“桂

城市监所”）合并工商、食药监

和质监“三局”职能，实现了从

“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的

华丽转变。

机构改革的聚合效应在综

合行政执法充分显现，桂城市监

所充分发挥执法办案铁拳利剑

职能，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市场

和重点商品，精准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

关切的痛点难点焦点问题，谱写

“大市场、大监管”的新篇章。

织密一张监管联动网
执法事权下放街道后，桂城

市监所充分调动执法资源和外

部力量，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与

街道卫健、派出所、综合行政执

法、生态环境监管等多个部门

紧密联动，先后组织和参与了

房地产领域违法行为、农贸市

场综合治理、环保综合治理、特

种设备监管等专项执法行动

104次，凝聚监管力量，集中对

各领域乱象进行整治，形成了

强大的执法震慑力。

桂城市监所着力加强与社

区的良性互动，建立建强社区协

管员队伍，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建立健全激励奖惩制度，增强工

作紧密性。借助社区协管力量

开展了无证照冷库、涉拆解废旧

电脑经营主体、无营业执照废旧

物资回收企业等多项排查行动

共18次，充分发挥社区协管员

“千里眼”和“顺风耳”作用，延伸

监管触角，全面提升执法监管末

梢反应能力。

通过“纵横联动、立体监

管”机制，实现市场监管“一张

网”。桂城市监所紧跟社会热

点，围绕民生消费热点商品行

业和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深入

开展房地产行业专项整治、网

络订餐净网行动、“湿粉统一

查”、医美行业违规药品清查等

各类专项整治行动超60次。今

年以来，共查办了46宗无照经

营案件、26宗提供虚假材料取

得登记案件等各类案件共 342

宗，实现“查处一批案件，规范

一个行业”。

查办一批民生典型案
桂城市监所以案件查办为

抓手，聚焦民生领域，切实解决

民生诉求，回应社会关切，查办

了一批有重大震慑力的典型案

件，在桂城乃至南海区都是新尝

试和突破，实现“查办一案、警示

一片，让监管长出牙齿，让违法

者付出代价”的执法效果。

查办一宗为无照印染经营

行为提供经营场所的案件，对经

营场所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警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要履行集体资产

经营监管的第一主体责任，从准

入和监管两方面抓细落实资产

经营管理，该案在南海区属于首

例。疫情期间，从快从重查处封

控管理区内一哄抬物价的生活

超市，该超市利用封控区之便，

将菜价暴涨近3倍，桂城市监所

依法对该商家作出罚款10万元

的行政处罚，对不法商家形成强

有力的震慑。捣毁一个假冒注

册商标名表网上销售窝点，涉案

货值巨大，现场扣留一批假冒伪

劣名表和经营设备，案件已移交

公安部门作下一步侦查，有效维

护品牌企业的正当权益和市场

经济秩序。

同时，桂城市监所坚持用好

典型案例“活教材”，加大对违

法案件的曝光力度，其中《严惩

不贷！对哄抬物价行为拟处以

10万元罚款！》一文登上中国市

场监管新闻网、广东发布和南

方都市报，阅读量达10万+，以

案释法强化宣传教育；《南海桂

城：整治预付式消费 守住群众

钱袋子》登上学习强国平台，增

强人民群众的识假辨假和自我

防护意识，震慑违法者，警示经

营者。

织密监管网络查办典型案件
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深融合挥铁拳，实现大市场大监管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邀请市民进企业监督食品安全。 （资料图片）


